
成功案例

智慧城市的实践典范
NetApp 助力宁波建设智慧城市案例集

背景概况

IT、大数据潮流的推动和国家新一轮 “城乡

一体化 “相关政策的相继出台，使得各地建

设智慧城市、促进现代社会智慧发展面临着

难得的历史机遇。作为开放的前沿窗口，为

顺应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新趋势，将宁波打造为现代化的国际

港口城市，宁波市委市政府 2010 年出台《宁

波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智慧城市的决定》, 
将智慧城市建设写入了 “十二五” 规划。智

慧城市的建设涉及宁波各个行业和部门，当

前，宁波正在积极评估和应用 IT 和更多先

进技术，实现智慧城市的目标，让科技造福

于人。

智慧医疗带来健康保障
——NetApp 助力宁波妇儿医院构建
新一代绿色高效安全数据中心

随着医院 HIS 和 PACS 系统数据存储量和

数据调用频率的几何级增长，宁波妇儿医院

（北部院区）的数据中心和 IT 系统面临着硬

件规模的提升和软件更新换代的紧迫性，这

为 IT 预算本就有限的医院带来压力。同时，

数据中心规模的提升也为医院 IT 运维人员

增加了管理的工作量——病毒的破坏、软件

的安装与升级、硬件的管理与维护等等，都

给运维人员提出了更高的技术和专业要求。

针对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NetApp 团队和

医院沟通后引入新的解决方案——建设新一

代云数据中心。云计算能够实现资源共享，

包括计算机硬件资源（如计算机硬件设备、

存储设备、服务器集群等）和软件资源（如

机房要使用的各种应用软件和集成开发工

具）等，降低了运维人员的工作量。同时，

通过云计算服务模式，医院的新数据中心不

再需要购买大量的本地存储空间和硬件设

备——机房的所有数据可以存储在云数据中

心，各种应用软件运行于云数据中心，这就

降低了数据中心建设的成本。同时，由于多

重权限的设置，数据的安全性也能得到保障。

根据建设医院云数据中心的需要，NetApp
团队针对医院的应用业务系统采用私有云与

公有云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大规模用户访问

所需的并发访问。而针对医院云数据中心必

须按照其所承载核心数据和信息管理的需

求，NetApp 团队决定运用虚拟化技术，打

造医院私有云，以灵活、高效和经济为前提，

建设新一代数据中心，满足医院 IT 升级换

代的需要。

确定目标后，NetApp 团队利用当今数据中

心最先进的云计算数据中心作为数字化医院

各应用平台的基础支撑平台。云数据中心部

署思科 UCS 统一计算系统、最新高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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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在积极响应大数据时代潮流，深入实践

和建设 “智慧城市” 的进程中，宁波市

多个行业和部门亟待部署抑或更新自身

的 IT 架构和数据平台，让数据真正实现

随需的管理，智慧地服务于人。

解决方案
通过采用 NetApp Data ONTAP 统一存

储解决方案 /NetApp FlexPod，为其多

个平台提供稳定可靠、高效安全、易扩展、

易管理的存储架构。

业务优势
NetApp Data ONTAP 统 一 存 储 平 台

/NetApp FlexPod 不仅为宁波各行业和

部门用户的系统提供了高性能的存储平

台，同时使用户的数据能在各个系统间

实现高效、无缝的流转，帮助用户实现

了简单管理、高性价比的投资，进而为

实现高端网络运营平台、打造智慧城市

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刀片服务器，并且将新部署的部分刀片服务

器做虚拟化部署，以此实现了高级的容错功

能——虚拟化部署后的物理刀片服务器具备

HA 等诸多高级容错功能，即使一台物理甚

至两台物理服务器出现故障宕机的情况出

现，也不会影响到 IT系统中运行的具体业务。

而高级容错功能的实现都需要高可靠级别的

共享存储，因此 NetApp FAS3220 和 Data 
ONTAP 统一存储平台成为 NetApp 团队的

首选推荐，其可靠性级别可达到 99.999%
并且具备良好的可扩展性，而且也让医院有

限的 IT 预算也真正地落到实处。

为实现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北部院区数据中

心关键数据的集中存储和管理，NetApp 团

队借助了 CISCO 统一计算和 NetApp 存储

更紧密的结合，为医院提供计算 + 存储的完

美的解决方案。NetApp FAS3220 和统一存

储平台可扩展同时支持 NAS、IPSAN、

FCSAN。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增加，后期运

维只需增加硬盘即可。通过统一互联阵列，

存储设备可以和刀片服务器直接连接起来。

这样不仅轻松实现了服务器和存储的整合，

而且大大的降低了用户在数据中心的建设成

本、空间成本、管理成本和使用成本。

云计算为医院信息化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和

软件环境 , 不仅能帮助医院摆脱资金不足、

技术人员匮乏等各种困扰，而且其在医院信

息化管理中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宁波妇儿

医院新一代数据中心的建设开启了医院实现

智慧医疗的第一步。医院的云数据中心建成

后，所有的服务都将在数据中心运行，新增

的业务需求都由数据中心统一分配网络、服

务器、存储资源，提供统一的运行环境。

智慧的社会管理平台
——NetApp 助力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创新建设异地容灾系统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包括市中院、现有 11
家基层法院和即将成立的 2 家基层法院。信

息化系统的重要性在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市中院 “）及下属基层法院日

常工作中日益突出，在重要性日益增强的同

时，数据的流量也在大幅度增加，信息系统

的安全性和应用高可用性问题也日益突出。

目前，市中院和各基层法院所有核心业务系

统均在本地信息中心运行，数据和应用缺乏

全面的安全保护手段，信息中心的存储设备、

应用服务器、网络设备等可能因为硬件故障、

机房空调甚至 UPS 停电等物理原因造成业

务系统故障；同时，由于软件错误、病毒、

人为误操作、黑客入侵等逻辑故障，都可能

造成业务系统的非法宕机和关键业务数据损

坏，甚至数据丢失的风险。

经过多年的建设，市中院及下属基层法院的

信息系统已有一定规模。为实现宁波市两级

法院办公信息化系统的高效、安全和可靠，

经过 NetApp 和市中院双方的评估和分析，

市中院急需建立的是一套整合优势资源、并

且能快速解决市中院及下属基层法院信息系

统问题的异地容灾系统。根据市中院所处行

业对 IT 的运维要求，这套系统的需要符合

多方面标准：技术成熟、具备高性能和稳定

性，能够支持复杂的异构环境、具备高度自

动化、可管理、易操作；更重要的是，容灾

系统必须遵循国家相关的建设法律规定。市

中院要求确保在宁波市两级法院业务系统发

生软、硬件故障或区域灾难情况下业务系统

的持续服运行能力。

在进行容灾备份方案建设时，NetApp 团队

宁波妇儿医院新一代数据中心架构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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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地市基层院发展及新业务系统增

加，本次异地容灾备份的建设，采用具有高

扩展性的灾备产品及可伸缩型容灾备份架构，

方案可满足大于 15 个节点的本地、异地应

用级容灾备份。其中，数据的存储与管理是

异地容灾建设的重中之重。NetApp 团队建

议 市 中 院 的 存 储 平 台 必 须 提 供

FCP/iSCSI/NFS/CIFS 协议的支持，这样以

来，市中院用户就能非常灵活的利用存储平

台来满足各种应用系统对数据存储和访问的

不同需求。而这些协议都可通过 NetApp 
Data ONTAP 统一存储平台操作系统提供核

心支持，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网关等设备进行

协议转换。这使得任何形式的应用均可以利

用 NetApp 的存储来进行统一管理，充分利

用 NetApp 提供的超值数据管理功能。

在市中院及下属基层法院容灾建设中，

NetApp 团队采用了云模式构架，服务器设

备和统一存储系统都虚拟化，让所有的服务

都在数据中心运行，新增的业务需求都由数

据中心统一分配网络、服务器、存储资源，

提供统一的运行环境。NetApp 团队采用

NetApp FAS3240 存储系统来满足市中院及

下属基层法院数据集中存储需要；同时市中

院的 NetApp FAS3240 存储空间可分配给容

灾系统使用，提供四所基层法院数据的远程

保护存储。

容灾备份中心的建立，可确保法院系统的各

种核心关键业务能进行统一和集中的监控、

管理与备份，利用合理地规划、整合优势的

信息设备资源，保证业务及应用系统高可靠

运行，成为一个集多功能信息查询、业务应

用分析、本地备份、异地容灾为一体的综合

平台。

挖掘智慧教育的潜力
——NetApp 助力宁波大红鹰学院
实现数字化升级

宁波大红鹰学院是一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设

立的全日制民办普通本科高校，由宁波大红

鹰教育集团投资创办。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

生 1 万 8 千余人。随着学校的快速发展以及

师生人数的增加，校园网用户对学校信息门

户、教务管理、一卡通系统等信息管理系统

的的并发访问压力逐步增大、并且对实时性

的要求不断提高；同时，学院的个别院系教

学涉及软件开发和应用测试，对临时服务器

的环境要求提升。此外，随着学院对旧系统

的拓展和改造，为了避免旧数据在迁移过程

中出现丢失和访问出错，学院对数据备份和

迁移也提出高要求。

为满足当前和今后的学院 IT 发展需求，

NetApp 团队采用了 NetApp FlexPod。借

助与虚拟化技术的结合，NetApp FlexPod
作为成熟稳定的数据中心基础架构平台，整

合 了 思 科 统 一 管 理，统 一 计 算，统 一

Fabric，NetApp 统一存储，实现了物理和

虚拟资源的池化，以此为学院的统一管理和

运维提供 IT 支撑，统一进行服务器应用的

管理；针对多节点 Oracle RAC 环境处理性

能及 UCS 无状态迁移等技术，NetApp 
FlexPod 也能够应对海量并发访问的压力。

通过虚拟化及整合，学院可将部分业务系统

进行迁移。

根据学院的远景规划，学院的杭州湾分校也

将采用同总校相同的部署，并且完成两个校

区之间的数据共享，两地的双活系统也形成

灾备功能。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容灾系统部署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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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智慧交通 让出行更顺达
——NetApp 在宁波公共自行车租赁
系统和舟山快速公交系统部署中
大显身手

公共自行车租赁的设置是为了覆盖人们出行

的 “最后一公里 “，让便利的出行覆盖至所

有人们可以到达的地方——这也是宁波建设

智慧城市、实践智慧出行时做出的全面、周

到的考虑和决定。宁波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主要为覆盖宁波市内主要城区三百多个公共

自行车租赁网点的管理、调度、监控等应用

提供支持，其对海量数据的管控和存储要求

苛刻。而且，随着租赁网点的覆盖逐步扩大、

终端用户的增加，数据中心的扩容也在系统

部署时需要考虑的范围内。

综合租赁系统的数据管理需求和今后拓展，

在设备选型上，NetApp 团队推荐系统采用

虚拟化资源池的部署方式，最终选择部署

NetApp FlexPod。NetApp FlexPod 能够满

足租赁平台业务系统对高可用性、数据的高

安全性的要求；并且随着租赁网点的覆盖逐

步增加、终端用户的增加对数据中心的扩容，

NetApp FlexPod 也凭借高扩展性，为今后

更多租赁网点的落地留出空间。

此外，NetApp 也推动舟山快速公交系统呈

现。舟山快速公交系统是针对舟山市快速公

交（BRT）根据车辆运营及专用站台的特点，

建立的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智能管理系

统，为确保舟山 BRT 平稳、有序运营提供

可靠的技术保障。根据部署要求。借助与虚

拟化技术的结合，舟山 BRT 系统设备部署

NetApp FlexPod，将其作为成熟稳定的数

据中心基础架构平台，实现了物理和虚拟资

源的池化，让所有 BRT 系统中子系统的信

息和数据能够归于池中。系统用户可按需地

及时访问，同时也保证数据不被泄露和丢失。

重要的是，NetApp FlexPod 的架构局以偶

弹性，满足 BRT 系统未来的扩展需求——

本次系统应用范围为舟山 BRT 1 号线，并

为 BRT 2 号、3 号线管理系统的部署的拓展

留出空间。

结束语

宁波市建设智慧城市的精彩案例不胜枚

举，更多的实践将在各行各业开花结果，

而 NetApp 在其中也将贡献自己的力量。

随着宁波市规模的增大、人口的增加和

各个行业 IT 软件应用的密集，大数据时

代潮中，海量数据的存储只是智慧城市

的建设进程中的初步需求，更重要的是

对海量数据的管理，让数据能够自由流

通，随需访问。

作为网络存储和数据管理解决方案的领

导企业，NetApp 借助 Data ONTAP 统

一存储管理平台和 FlexPod 等先进的数

据存储管理方案，帮助用户以最少的投

资实现业务的高效运行，实现多个行业

的智慧管理，助力宁波在智慧城市的建

设中取得领先。


